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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周培源湍流理论创建八十周年

颜大椿1)

(北京大学力学系，北京 100871)

周培源先生是中国湍流理论研究的创始人和力

学学科的缔造者，是理论物理在相对论领域享誉海

内外的科学巨匠，是北大百余年来历任校长中堪称

与蔡元培先生齐名并在欧美学界享有盛誉的大教育

家，也是我国力学界唯一的一位与冯 ·卡门齐名并
联手创建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 ( IUTAM) 的
大力学家。

周培源湍流学说创始于 1940年的抗战艰难时
期，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辗转在西南联大任教。

鉴于我国航空事业十分落后，开始他从理论物理的

高度研究湍流。周培源湍流学说首先指出湍流研究

的关键并不是单纯研究NS方程的求解，而是从宏
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方法探索湍流的本质，证明湍

流具有调和特性和脉动压力与脉动速度之间的相关

性，在二十世纪中关于湍流的波涡之争、湍流声产

生机制之争以及湍流与混沌之争的三次世纪性大辩

论中，形成与西方各家学派不同的独特的中国湍流

学派。周培源湍流理论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关于湍流的本质。周培源学说认为，湍

流是一种综合性物理现象，并于1940年发表的《论
求解湍流应力的推广雷诺方法兼论湍流的本质》一

文中指出，“欧拉方程和NS方程只解释湍流的宏观
现象，要解释更深层次所蕴藏的基本物理过程必须

用更加丰富的微观理论。前者用压力、密度和温度

的热力学定律，后者则用气体分子运动论和主导气

体分子运动的统计力学定律。”换言之，湍流宏观理
论适用NS方程，而微观理论则不适用NS方程。例
如，湍流的声产生规律、等离子体湍流、量子湍流、

两相流中的离散相湍流等。

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湍流声产生机制之争。周

培源在讲授湍流课时指出，声是湍流的基本特性，

湍流有声产生机制，而层流没有声产生机制。但是，

Lighthill(1952)的空气动力声产生理论认为声产生
和传播过程适用等熵条件下的NS方程和连续性方
程，由此证明湍流流动中的脉动雷诺应力是声学波

动方程中的声源项。此项成果受到学界广泛引用，并

列入剑桥大学出版的A Voyage through Turbulence
一书中湍流研究百年大事记，成为关于湍流声产生

的世纪之争的焦点。Laufer和我在实验中证明，脉
动雷诺应力不产生声辐射，而波动方程中真正的声

源项是按周培源理论得到的脉动压力场；声产生机

制与热力学中的等熵条件无关，而适用分子运动的

统计力学得到流体的体积弹性规律。

第二，湍流具有调和特性。将NS方程分解为
平均运动方程和湍流脉动方程，对后者各项求散度

后可得由脉动雷诺应力驱动下的脉动压力的泊松方

程，证明湍流中的脉动压力是调和函数。脉动速度

的高度随机性影响着脉动压力的相位随机性，也不

改变脉动压力的调和特性，主要由脉动压力的相干

尺度表征。湍流的调和特性与各种以涡为基元的湍

流理论不同，表明湍流的波动特性，是关于湍流本

质的波涡之争中的重要证据。Laufer和我在射流实
验中证明: 泊松方程和NS方程有不同的定义域，所
以在射流流场外围存在脉动压力为主导的湍流区

域；射流剪切层中脉动雷诺应力与剪切层外围的脉

动压力呈线性关系，表明两者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

也是湍流由生成初期的高相关到衰减晚期的低相关

的主要标志。研究脉动压力和脉动速度的相关性是

周培原湍流理论和西方湍流各大学派的均匀各向同

性和局部各向同性理论的最大区别，普遍适用于各

种条件的湍流流动。

本文于 2019–12–13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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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湍流模式理论。周培源 (1940和1945)指
出，湍流宏观理论应从求解NS方程入手，此前虽
有Prandtl和Taylor等分别引进动量或涡量传输概
念，得到 “混合长”与分子运动论中的平均自由程作
类比；“但是，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对湍流的初等物理
过程的研究，而采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将我

们的理论建立在湍流脉动方程的基础上。虽然同样

采用由欧拉或NS方程得到平均运动方程的雷诺方
法，但不采用雷诺的时间平均。” 然后，用坐标交
换方法由湍流脉动方程建立雷诺应力方程组，通过

高阶矩的递推公式以及脉动压力与脉动速度间相关

量的半经验公式求解雷诺应力，在国际上被誉为湍

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第四，湍流和混沌。这是二十世纪中下叶关于

湍流本质的又一场世纪之争。在 1962年Lorenz提
出热对流方程的混沌现象后，非线性动力学研究快

速发展。但是，周培源先生明确指出混沌不是湍流，

是低维随机现象。这一结论在我们对自然对流边界

层和逆转捩的实验中得到证明。

湍流的大量研究主要是在实验领域。钱学森先

生在回顾湍流研究的发展史时说，在湍流研究中实

验工作有了突破，理论工作就跟着上了一层楼，理

论工作做着不行了，一等就是若干年，又要等待实

验工作有所突破。

我国早期的湍流研究限于实验条件，主要在均

匀各向同性湍流的理论范畴，主要成果有周培源和

蔡树棠于 1957年关于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后期衰变
和用Hill涡模型先求解后统计平均的研究；周培源
和黄永念于 1965年关于轴对称涡三阶相关的计算，
1975年得到早期和晚期衰变的统一的准相似规律并
向剪切湍流推广。

为了改变湍流实验研究长期落后和空白的情

况，周培源先生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在北大数学
系创建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成为我国高校理工科

力学的领头羊；亲自开设湍流课，招收研究生和本

科生开展湍流理论和实验研究；按国家十二年科学

研究规划于 1958年建成我国第一座低湍流度大型
低速风洞，作为北大湍流研究的主要设备。在通过

经典的圆球阻力危机实验并完成我国首批自行设计

的歼教六和强五战机的动静态空气动力风洞模型实

验后，因国防建设需要由部队管理；建造我国第一

台大型高超音速激波风洞，并在汉中分校建成研究

型高速和低速风洞实验室，同时为发展湍流测量技

术的需要两度和电子仪器厂及电子学专业联合研究

湍流仪。

“文革”期间，周培源先生坚决抵制对相对论的
批判，在十分困难条件下亲自坚持湍流研究计算；

1973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把北大基础理论研究搞
好，有障碍要扫除，有钉子要拔掉的重要指示，领

导组织孙天风、我和符致福对航空、水利、电力、

石油、大气、环境、建筑等十余部门中湍流在国计

民生重大课题的应用为题作广泛学科调查；按照大

气、环境和电力部门的建议在大风洞开展地表加热

冷却下的大气湍流扩散和高层建筑风载荷的系列湍

流实验研究。1973年我们在北大的大型低速风洞中
完成大气边界层湍流结构的风洞模拟实验，打破我

国湍流研究长期以来不具备实验条件的长期空白，

第一次在国内开展大型湍流实验研究。1976年开展
对剪切湍流大尺度结构的研究，并参照Klebanoff
和van Atta对数字化湍流测量技术研究举办快速傅
里叶变换和湍流数字化测量讲座，研制模数转换器

并用北大计算机ALGOL 60编程。为突破湍流研究
长期封闭的局面开展国际合作，邀请约翰 –霍普金
斯大学Kovasznay 教授来北大讲学，介绍湍流实验
研究的进展，并联系该校Corrson教授安排博士生
Bennett 对黄永念的湍流衰变研究作实验校核。用
Kovasznay的条件采样技术研究湍流慢变运动中的
大尺度结构，是研究周培源湍流理论的一种有效的

方法。改革开放后，湍流研究引起国内高校、研究

所相关工业生产部门的高度关注，在国内开始形成

湍流研究的高潮。

1978年，周培源先生推荐我为首批赴美访问学
者去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与Kovasznay和Corrson
开展关于大尺度剪切湍流的合作实验研究；推荐

黄永念去麻省理工学院和林家翘合作开展各向同

性湍流理论的合作研究。在 1980年我因Kovasznay
的意外去世，转与南加州大学Laufer教授合作，对
Lighthill湍流声产生理论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实
验证明，Lighthill理论得到的声源项是脉动雷诺应
力，实际上并无声辐射，真正的声源项是在脉动雷

诺应力驱动下得到的具有调和特性的脉动压力场，

进一步研究证明与周培源理论完全相符。

我在回国后为博士生首次开设剪切湍流课

(turbulent shear flow)介绍国外湍流研究进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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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声辐射机制、湍流转捩中的混沌动力学现象，

湍流的逆转捩控制，离散相湍流以及湍流条件下绕

流体空气动力特性等方向对周培源湍流理论作进一

步研究。

周培源先生九十高龄时仍坚持为力学界在第三

届全国湍流与流动稳定性学术会议上作最后一次题

为《非压缩性流体的湍流理论》的一个多小时的长

篇报告，并为会议留下题词 “积极开展湍流运动的
实验、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再次强调湍流实验的重要性，坚持湍流研究要
着眼于国计民生中重大问题的应用，充分表现出先

生在战乱和复杂环境中矢志不渝追求真理、坚持科

学的精神。纵观周培源湍流学说创立以来的八十年

历史，经历三十余年时间完成实验条件的准备，又

经过四十年的实验和理论分析，当年提出的湍流宏

观和微观理论，湍流波动学说和对雷诺方法加以推

广的统计平均方法，脉动压力的调和特性，脉动速

度和脉动压力场的相干性以及湍流声产生机制等，

至今一一得到实验证明和分析解释，在工程应用方

面也相继取得经济价值很高的突出成果；形成理论

体系完整严谨的湍流学派；湍流研究也是我国在理

科各领域的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足以令中国人民引以

为傲的学术研究方向。

至今，湍流作为经典物理的世纪难题和二十一

世纪数学的七大世纪难题的求解NS方程的主要课
题，周培源湍流理论仍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需要

我们去传承，需要我们继续高举这面具有八十年历

史并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大旗，在理论和实验中不

断取得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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